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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
有人说青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青春
年华的我们踏着欢快的步伐，又度过了一个学期，预祝
小伙伴们暑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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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影像】2015 年 4、5、6 月份团委要闻
马鞍山市总工会、团市委领导莅临我院检查“电子商务师职业考试”承办工作
-------------------------------5 月 30 日，由马鞍山市总工会、人社局、团市委共同主办，我院团委、电子信息系共同承
办的马鞍山市第六届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电子商务师职业工种实操考试在我院举行。市总工会
常务副主席李迅，团市委书记程雪涛，市总工会副主席毛善群，团市委副书记余大丽等一行
五人来到考试现场检查、指导工作，院团委书记都城参与陪同。李书记一行对我院的大赛承
办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称赞此次电子商务师职业工种考试赛前准备工作充分，赛事安
排合理，考务工作严谨细致。

学院党委副书记陈春林为青年学生作专题报告
-------------------------------4 月 22 日下午 2:30，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陈春林来到行知讲堂为青年大学生作主题
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专场报告。学院部分领导、教师、第 43 期青年党校全体学员近 400
人聆听了报告会。陈书记以诸多朴实生动的实例详细论述了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历史渊源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他建议同学们以辩证发展的思维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要更好
地适应十八大以后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就业新形势。陈书记内涵丰富以及充满时代感的讲述
令场下的师生深受启发。

城市的诗意和诗歌的魅力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3:00，当代著名诗人欧震应邀来我院作第二期“行知讲堂”首场报告，
院团委书记都城为欧震老师颁发了“行知学堂”客座教授聘书。学院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
300 余人聆听了报告会。报告会上，欧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深厚的文学底蕴展示了诗人真
实生活的一面，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祖国的一份深情，对生活的一份热爱。他那发自
肺腑的时而激昂时而婉约的朗诵博得了场下师生雷鸣般的掌声，现场的观众听得如醉如痴，
感同身受。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观林应邀来我院“行知讲堂”作报告
-------------------------------5 月 20 日，马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观林应邀来我院“行知讲堂”为青年大学生作了
题为“关于文化创新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约 300 余人聆听了报告。报
告会上，刘主任从文化创新的概念、类别、基础和途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强调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创新的本质是突破，青年大学生要重视互联网对为文化创新起到的影响
和助推作用。
市委党校陈群祥副教授应邀来我院“行知讲堂”作报告
-------------------------------5 月 8 日下午 2：30，市委党校陈群祥副教授应邀来我院“行知讲堂”为青年大学生作了题
为“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做新时期正能量青年标兵”的报告。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约
300 余人聆听了报告。报告会上，陈教授从“一个中国梦”、
“两个一百年”、
“三个倡导”
、
“四
个全面”和“五位一体”五个方面为我们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12345”治国理政总体布
局，进一步增强了师生对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解。
我院共青团系统多个集体和个人荣获省市级团内表彰
-------------------------------近日，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共青团马鞍山市委员会分别下发皖青﹝2015﹞7 号文和马青秘
〔2015〕13 号文，我院共青团系统 2 个基层团支部、1 名团干、4 名团员受到表彰。13 航空
1 团支部杜亚文同学荣获“安徽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院团委荣获“全市五四红旗团委”
称号，13 电气 1 和 13 市营 2 团支部荣获“全市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院团委李慧老师荣
获“全市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13 航空 1 团支部曹贝贝、13 建管 2 团支部刘学健、13 计
应 2 团支部杨正东 3 名同学荣获“全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五月花海竞相艳

缤纷社团争创先

-------------------------------5 月 20 日晚 6:30，
“五月的花海”大学生艺术团汇报演出在学院北区教学楼前广场隆重举行。
学院部分处室、系部领导，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及两千余名学生观看演出。整场演出以青春
和梦想为主题，内容积极，节目新颖，精彩纷呈。由校卫队和武术社带来的武术表演英姿飒
爽，活力四射，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来自市艺术剧院的艺术团指导老师们的友情助演也为
本场演出增添亮色。最后，演出在院舞蹈团的印度舞《西域风光》中落下帷幕。

马鞍山新闻联播报道我院“牵手未来星”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4 月 6 日晚，马鞍山新闻联播报道了我院“牵手未来星”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项目。该项
目是由院团委与我市瑞南社区于 2011 年在携手共建大学生党（团）员志愿服务基地的基础
上共同发起的，旨在关心、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志愿服务项目。四年来，青年志愿服务
联合会所属五大实践公益类社团 200 余名成员分批次、分阶段不间断地前往该社区开展相关
志愿服务活动，其中，爱心公益社团常年提供一对一家教辅导的留守儿童有 8 名。
多家媒体集中报道我院“学雷锋月”特色活动
-------------------------------为纪念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2 周年，引导青年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我院团委于 3 月上旬下发院团﹝2015﹞2 号文，号召全院学生开展“学雷锋月”活动。
活动一经发起，全院大一、大二 98 个团支部掀起了一股学雷锋的热潮。其中 14 市场营销 1
班发起的公交站台“爱心零钱盒”活动被院团委评为“优秀志愿服务活动”
，并被推荐到中
国文明网、省《江淮晨报》、新浪安徽网（皖江在线）、省电台新闻综合频率 FM103.6、市《皖
江晚报》、小马网等多家媒体集中报道。
我院第 43 期青年党校学员培训班结业考试圆满结束
-------------------------------6 月 3 日中午 12：30，根据学院青年党校统一日程安排，第 43 期青年党校学员培训班结业
考试在南区教学北楼进行，来自六系分党校的 320 名学员参加考试。本次结业考试分别就基
本党章知识、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四个全面”等入党积极分子学习重点及时政热点，
对学员前期的党课学习情况进行了综合考核。考试期间考场纪律良好，秩序井然。

【纵览天下】2015 年度国内 5、6 月份十大新闻
习近平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2015 年 5 月 7 日至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
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白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了
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内设有“白俄罗斯与中国——战火中结下的兄弟情谊”特别展
区，集中展示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野蛮和中国军民抗日战争的英勇事迹。习近平认真听取
讲解，并在纪念簿上题词“铭记历史，维护和平”。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5 月 4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
团。习近平强调，坚持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
基础，坚持开展两岸协商谈判、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坚持为两岸民众谋福祉。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表示，欢迎莫迪总理对中国

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关系扎实稳步发展，双方保持高层接触和交往，稳步推进重点领域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行良好沟通。相信这次访问将
会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
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
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李克强圆满结束拉美四国访问回到北京
-------------------------------5 月 29 日，总理李克强和夫人程虹圆满结束对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正式访问回
到北京。访问期间，李克强与四国领导人分别达成国际产能合作等多项协议，提出中拉合作
“3x3”新模式。加上经停爱尔兰和西班牙，总理此行共走访 6 个国家、7 个城市，行程 5
万多公里，空中飞行时间 60 多小时。
梁振英：对政改未通过表示极度失望
-------------------------------6 月 18 日中午，香港立法会就 2017 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政改方案进行投票，最终方案遭
否决。行政长官梁振英批评说，反对政改方案的人，煞停了香港的民主进程，这个结果令他、
特区政府及市民都极度失望。
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乔石逝世
-------------------------------6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6 月 14 日 7 时 08 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 91 岁。
我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精神状态好转
-------------------------------5 月 29 日，国家卫计委通报，广东出现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患者为韩国
男性，系韩国 MERS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6 月 3 日，广东卫计委通报，该患者精神状态好转，
生命体征相对稳定。广东省应追踪的密切接触者共 78 人，已追踪到 72 人，尚有 6 名密切接
触者失联。
周永康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6 月 11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进行了一审宣判，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当庭
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再见，“东方之星”
-------------------------------6 月 1 日晚，从南京驶往重庆的“东方之星”轮船在长江中游沉没，在灾难来临之后，政府
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派遣解放军与武警参与救援工作，李克强亲自前往现场指挥救援。6
月 13 日，据前方通报，"东方之星"最后一位失踪者遗体于 6 月 12 日找到并通过 DNA 比对
确认，至此，全部 442 名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据统计船上 456 人，442 人遇难，12 人获救。
愿逝者在天堂安好，天堂不会再有灾难，再见“东方之星”。

【致 90 年代】
那些值得我们去游玩的好去处
-------------------------------1．武汉大学·樱花：
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2．湖南桃花源·桃花：
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可惜狂风吹落后，殷红片片点莓苔。
3．杭州灵峰·梅花：
梅花此日未生芽，旋转乾坤属画家。 笔底春风挥不尽，东涂西抹总开花。
4．新津梨花溪·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5．南京莫愁湖·海棠：
故园今日海棠开，梦入江西锦绣堆。万物皆春人独老，一年过社燕方回。
6．江西婺源·油菜花：
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
7．湖北麻城·杜鹃：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8.北京天坛·丁香
楼上黄昏欲望休, 玉梯横绝月如钩。 芭蕉不展丁香结, 同向春风各自愁。
9.河南洛阳·牡丹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0.江苏南昌·山茶花
冷艳争春喜烂然，山茶按谱甲于滇， 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
【品书赏景】
书籍推荐：《寂静的春天》
-------------------------------作者：雷切尔·卡逊
当人类以“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的行为方式生活下去，不对大自然进行保护或
者友好的相处，那么以后的世界将会变的怎样?作者通过不一样的写作方式来提醒人们保护
生活环境的重要性，让人们明白，保护环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景点推荐：水门塘
-------------------------------地点：安徽省霍邱县城北开发区
水门塘是一座中型水库，距今有 2600 多年历史，被水利部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是 AAAA
级风景区。水库库区面积 3 平方公里，四周筑堤，塘内蓄水，塘内有 46 个防浪岛屿，被称
为“皖西千岛湖”。

【青柠人物】杜亚文
个人简介：
-------------------------------2013 级航空服务 1 班高职生，预备党员。现担任学院社团联合会副主席、舞蹈团团长，班
级班长。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安徽省“优秀共青团员”，学院“一等奖学金”、
“优
秀班干”等荣誉称号。

我是一个阳光的女孩，爱交朋友，性格大大咧
咧的。老师经常说我缺心眼，好朋友也说我出门不带脑子。我爱运动，最喜欢打篮球和跳民
族舞。所以我的个子高同时吃不胖。在这个女神和女汉子遍布的时代，我想做一个活泼、勇
敢、洒脱、无所畏惧的女汉子！----杜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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